软件服务条款（"条款")
本条款以及适用的其他服务文件适用于以下附件 2 所列的 Signify 实体（"Signify"，"我们"，"我们的"提供的某些软件订购服务。"您
"和"您的"是指直接从 Signify 购买或作为受让人受让的软件订购的组织。在下文中，我们使用大写词来表示这些是定义的术语。您
可以在附件 1 中找到这些词语的含义。接受这些条款的个人是代表您的。 如果您不同意这些条款，请不要使用本软件服务。
附加条款

 各国的具体条款可能适用。
 如果我们在服务文件中引用具体条款，这些条款将适用。
 与软件服务有关的所有 Signify 提供的额外安装、调试或其他服务（现场或远程），或某些产品的供
应，均需遵守我们的销售条款：见 https://www.signify.com/global/conditions-of-commercial-sale。
 您的条款和条件不适用。

报价和订单

如果我们向您提出报价，您可以在 30 天内接受。在您接受报价之前，我们有修改或撤回报价的自由
。只有在 Signify 确认后，您的订单才有约束力。

Signify 的责任

在订购期间，Signify 将按照服务文件的规定执行本软件服务，包括：
 遵守服务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水平。
 保持适当的保障措施，以保护您的信息和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和保密性。

Signify 可以做什么？
Signify 权利包括：

 监测和核实对您的软件订购的遵守情况。
 如果超出服务文档中规定的任何使用量、数据使用量和/或数据交换限制，则收取额外费用或暂停
软件服务。
 依赖于您的信息的质量、完整性和准确性。
 终止或改变对软件服务没有实质性影响的功能或特性。
 （自动）更新软件服务。

您的责任
您的职责包括：

 仅按照您的订购要求使用软件服务。

不做：

 软件服务的配置以及 SDK 和 API 的整合和使用

× 对软件服务进行任何修改或修复。

。
 保持适当的安全措施，以防止未经授权访问和

× 在高风险应用中依赖软件服务或数据。
× 拷贝、复制、修改或创造软件服务或文件的派

使用帐户和软件服务。
 立即（并且总是在 12 小时内）通知我们任何安

生作品。
× 对软件服务的源代码或算法性质进行反向工程

全事件。
 您的信息备份。

或推导。
× 破解、解密、移除、规避或中和任何安全措施

 符合服务文件中的（技术）要求。

、其他保护或注入恶意代码，除非适用法律允

 遵守适用于第三方材料的第三方条款。
 您的帐户的设置和使用。

许。
× 执行任何要求软件服务或其任何衍生作品获得

 您的授权用户对服务文件的遵守。

开放源码软件许可的行动。

 使用非 Signify 应用程序。
 对软件服务和服务文件进行保密。
我们需要你的协助来执行

 更新或更换软件服务的部分内容。

软件服务，例如：

 提供一个合适的网络供我方使用以提供软件服务。
 有技术能力的工作人员来支持我们。
 向 Signify 提供警报或错误消息。
 在软件服务不符合要求或发生安全事件的情况下提供协助。

转让
您可以在遵守以下条件的
情况下将订购转让给第三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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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只能转让整个订购。
 您和第三方必须在转让后 30 天内通知我们，包括第三方确认接受适用的服务文件，并进一步按照
服务文件中提供的任何指示，协助我们实现转让。

 转让后，所有相关数据将被视为您转让给第三方的数据，您必须确保您的个人客户数据不再存储在
软件服务中。
 您在转让前发生的任何事件的赔偿义务将在任何转让后继续有效。
 如果违反本节中的任何义务，我们有权宣布该转让无效。
数据保护法
这些条款的所有各方必须
遵守适用的数据保护法。

控制者： 如果 signify 作为控制者处理个人数据，

处理者： 如果 Signify 作为一个处理者处理任何个

它将按照 Signify 的"客户、消费者和其他商务人士

人客户数据，它将按照 Signify 的数据处理协议和

的 隐 私 通 告 " 行 事 ， 该 通 告 公 布 在
https://www.signify.com/global/privacy/legal-

适用的数据处理附表行事。

information/privacy-notice。
数据
在您的使用过程中，我们
可以通过本软件服务收集
、处 理 、生 成 和/或存 储
数据（包括在十分必要的

 有权使用这些数据来执行软件服务。
 永久的、不可撤销的、免版税的全球性的权利，为任何目的使用这些数据，但 Signify 将确保这些使
用不包括个人客户数据。
 允许非 Signify 应用程序访问数据和/或您的信息，Signify 可以对这些访问设定额外的条款和条件。
我们不对软件服务生成或显示的数据的可用性、准确性、完整性、可靠性或及时性承担责任。

情况下，位置数据）。您
授予 Signify 和/或其分包商
：
服务水平

 如果在服务文件中规定，我们将按照服务水平
纠正软件服务中的不合格之处。
 在没有服务水平的情况下，我们将在合理时间
内运用合理的商业努力来纠正这种不符合要求
的情况。如果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纠正不符合
要求的情况，作为唯一的补救措施，您可以终
止与软件服务的受影响部分或功能有关的订购
。
 我们不保证软件服务：运行不受干扰；适合于
目的；没有缺陷或错误。
 在 Signify 免费提供软件服务的情况下，或者在
企业本地部署软件服务的情况下，除非在服务
文件中约定，否则软件服务是按原样提供的，
没有任何形式的保证或支持。

第三方材料。软件服务可能包括和/或依赖于第三
方材料的可用性和正确运作：
 有时，第三方条款中有一些规定会凌驾于本条
款的部分内容之上。
 Signify 对第三方材料没有任何责任或义务，除
了应要求(i)确认第三方材料和相关条款：以及
(ii)如果允许，向您提供第三方的保证（如果有
）。
非 Signify 的应用程序。您可以使用与软件服务
有关的非 Signify 应用程序，但：
 Signify 不对此类非 Signify 应用程序提供支持服
务;以及
 Signify 对非 Signify 应用程序不承担任何责任，
即使其被指定为"兼容"或"认证"等。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Signify 及其供应商不对软件服务的不合格之处作出任何其他保证或
承担其他义务。
价格和付款

如果逾期付款：

您必须在发票日期起 30

 您必须按照适用的法定利率支付所有到期款项

天向 Signify 支付相关服务

的利息，如果没有法定利率，则 Signify 按照市

文件中约定的价格或费用

场惯例确定的利率。

，且不得有任何抵扣或（
税务）预扣。

 您必须向 Signify 支付所有款项催收的费用，包
括律师费。

 价格上涨。Signify 可以为以下情况调整价格：
 单项费用的变化超过 5%：
 与 12 个月前相比，最近公布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有所变化：
 自适用服务文件之日起，外币与欧元之间的汇
率变化超过 5%。

您必须向 Signify 补偿服务变更所引起的所有费用和开支。
税收

所有价格均以服务文件中规定的货币为单位，并扣除了任何税项。
 您必须承担所有该等税项，Signify 可将该等税项加入价格或发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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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得从服务文件的付款中预扣任何税款，除非任何政府机构要求您这样做。
如果您被允许从付款中预扣了税款，应付给 Signify 的金额必须增加这些额外的税款。Signify 有权获得
与不需要预扣税款时相同的净额。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所有权。我们、我们的附属机构、许可人或我们的供应商拥有与软件服务有关的所有知识产
权。
第三方知识产权索赔。在发生知识产权索赔的情况下：
 您必须立即通知我们：
 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
o

为您争取继续使用这些软件服务的权利;

o

修改这些软件服务，使其不再受制于 该知识产权索赔;或

o

暂停或终止您的订购，并对您为软件服务受影响部分所支付的金额进行适当退款。

知识产权诉讼。如果知识产权索赔导致对您的任何法律诉讼，我们将向您偿还有管辖权法院作出的任
何最终损害赔偿裁决，如果该裁决认为您按照服务文件使用 Signify 提供的软件服务，单独并直接侵犯
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且前提是您：
 特此给予 Signify 充分和独家的授权，由 Signify 选择并承担费用，以解决或进行知识产权索赔的辩护
：
 将会协助 Signify：
 不得签订任何与知识产权索赔有关的和解协议：
 我们只对我们已批准的任何费用或开支进行赔偿。
不适用的情况。Signify 对以下原因导致的知识产权索赔不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
 遵循您的信息或由您作出的或为您作出的任何改变而产生的;
 任何违反服务文件的行为;
 在制造、测试或应用中使用软件服务进行的的任何组合、方法或过程;
 遵守相关行业标准而产生的;
您必须为这些知识产权索赔的向 Signify 作出赔偿及辩护，前提是：（a）Signify 及时通知您：及（b）
Signify 已应要求授权您解决或进行知识产权索赔的辩护。
本节知识产权规定了我们对知识产权索赔的唯一义务。
暂停和终止
在下列情况下，Signify 可
以暂停或终止您的订购而
不承担任何责任。

终止的后果
您的订购终止后：

 您或任何授权用户的行为违反了服务文件;
 根据法律或法规的要求或者应相关监管机构的要求：
 这是 Signify 为保护 Signify 的和/或您的系统而酌情决定的;
 软件服务受到第三方材料或不可抗力的阻碍：
 如相关服务文件中的其他描述（例如：根据已通过的报废政策）。
 您不再被允许使用该软件服务，并立即生效。
 您必须立即支付所有应付的款项。
 服务文件中的规定，应在终止合同后继续有效的，应继续有效。
 您必须及时删除我们所有的保密信息。

责任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
，Signify 、其附属机构及
其各自的供应商：

 不对您、您的附属机构、您的代表、授权用户或任何与您的软件订购有关的任何后果性的、特殊
的、偶然的或间接的损害（例如：数据损失、利润损失、收入损失）负责，无论是否基于侵权行
为、合同、保证、疏忽、严格责任、违反法定义务或任何其他法律理论或诉讼理由的索赔或诉讼，
即使已被告知可能发生此类损害。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Signify 不承担任何责任。
 对您、您的附属机构、您的代表、授权用户或任何第三方因服务文件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和所
有索赔或诉讼的总责任将限制在首次引起这种责任的事件发生之前的 12 个月内为受影响的订购所
支付的价格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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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
您必须对 Signify 的关联
公司和他们各自的供应商

 由于您或任何授权用户违反服务文件的规定而造成的。
 来自授权用户或任何其他与您或授权用户使用软件服务有关的第三方。

的以下索赔进行赔偿：
一般规定

各方必须始终遵守所有适用的地方和国际法律和法规，包括出口管制法律和法规。
只要不对软件服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Signify 可以随时修改服务文件。您继续使用本软件服务将构成
您对此类修改的同意。
订购和服务文件适用附件 2 中的适用法律。法律诉讼只能在附件 2 中指出的地点进行。如果您的居住
国未包含在附件 2 中，Signify 将指"Signify Netherlands B.V."，其专属地点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如果任何服务文件之间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将适用以下排序：（一） 工作说明书；（（二） 确认的
订单；（三） 我们的报价；（四） 文件；（五） 国家特定条款和（六） 本条款。对于 API，Signify
可能适用的任何具体条款和条件将优先适用。
您对软件订购的购买并不取决于任何未来功能或特性的交付。
适用的服务文件构成了与软件订购有关的全部协议，并取代了所有先前的理解。
您必须在引起索赔的事件发生后 30 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 Signify。任何与索赔有关的诉讼必须在此类
通知之日的 1 年内提出。所有其他的索赔将是无效的。
如果服务文件的某项规定被认定为无效或不可执行，其余部分仍将适用，条款各方将用尽可能符合原
意的规定来替代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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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定义

关联公司

一方直接或间接拥有、控制、 受 控 或共同控制的实体，其 中 控制（或控制） 是 指 一 个 实 体 的 股 份 或
代表该实体决策权的 所有权益的百分之五十(50%)以上由另一实体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

适用的数据保护法

GDPR 的规定，以及包含保护个人客户数据规则的其他强制性法律。

帐户

一个用于访问和使用软件服务的用户帐户。

API

一个应用程序接口（包括其文档）。

协助或协助

Signify 可能合理地要求您提供的任何支持，合作，提供有技术能力的人员，通道，工具，设施，信息或任何其
他协助。

授权用户

为其创建帐户的个人。

国家的具体条款

在以下网站公布的条款：https://www.interact-lighting.com/global/support/legal/digital-terms

其中包括与软件

服务有关的、某一国家的对这些条款的具体偏离或补充。
数据

由软件服务或通过软件服务收集、处理、生成和/或存储的数字储存信息。

数据处理协议

适用于 Signify 处理作为软件服务一部分的客户个人数据的条款和条件（如有）发布于：https://www.interactlighting.com/global/support/legal/digital-terms.

数据处理附表

适用的附表（如有），发布于：https://www.interact-lighting.com/global/support/legal/digital-terms 提供有关
（一） 个人客户数据的类型和 （二） 将由 Signify 和/或其关联公司（或其各自的分包商）处理的数据主体类
别的额外细节;以及（三） 处理个人客户数据的目的和期限;和/或（四）可能的国际转移。

文件

Signify 提供的或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与本软件服务有关的文件和说明（例如：用户手册和说明、设计指南和产品
数据表），以及 Signify 可能不时更新的所有内容。

不可抗力

任何超出 Signify 合理控制范围的事件，无论在相关服务文件中是否可预见，导致 Signify 或 Signify 的供应商或
软件服务所依赖的其他第三方无法合理履行其义务，包括天灾、自然灾难包括地震、雷电、飓风、洪水或火山
活动或极端天气条件、流行病、大流行病、罢工、停工、战争、恐怖主义、政治或内乱、暴乱、破坏行为、行
业性短缺、工厂或机械故障、电力供应故障或损失、网络攻击和黑客攻击。

GDPR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2016/679）。

高风险应用

使用软件服务或其故障可能导致死亡、人身伤害或环境损害的应用或活动。

赔偿

为 Signify，其关联公司、其供应商及其雇员、代理人、继承人和受让人辩护并使其免受所有损失、责任、费用
和开支的影响。

知识产权

专利、实用新型、已注册和未注册的设计、版权、数据库权利、商标、域名、商业秘密、技术诀窍、半导体集
成电路拓扑图权利以及上述任何一项的所有注册、申请、更新、扩展、组合、分割、延续或再发行。

知识产权索赔

任何声称软件服务（或其任何部分）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的第三方索赔。

网络

互联网、内联网、电信网络、有线网络、无线网络或其他与软件服务连接或使用的通信基础设施。

Signify 应用

任何网络、移动、云端、离线或其他与本软件服务互通的软件应用程序、功能、产品或服务或咨询服务，但不
属于 Signify 根据特定订单向您提供的本软件服务的一部分，例如，包括由您开发或为您开发的应用程序。

本地部署

实际安装在您所在地和/或您控制的服务器上的软件服务。

开源软件

任何根据开放源码许可条款授权的软件，该条款要求作为使用、修改或分发作品的一个条件：（一） 提供源
代码或其他倾向于修改的材料：（二） 授予创作衍生作品的许可：（三） 在衍生作品或随附文件中复制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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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或许可条款（四） 向任何一方授予有关该作品或任何包含、结合、需要或以该作品为基础的作品的知识
产权下的免版税许可。
个人客户数据

Signify 代表您处理的任何个人数据。

软件服务

交付和/或提供某些网络、移动、云端、本地部署或其他软件应用程序或功能和/或 SDK 和 API，并可能包括相
关的托管基础设施服务、数据相关服务和其他服务以及相关工具、软件和文档，所有这些都符合服务文件的规
。

具体条款

适用于某些软件服务的额外具体条款，公布在 https://www.interact-lighting.com/global/support/legal/digitalterms.

工作声明

包含软件服务和订购的具体技术、商业和操作细节的文件，包括其更新。工作说明书可能包括 Signify 提供的额
外安装、调试或其他服务（现场或远程）的细节，或提供某些产品或系统。

订购

在适用的订购期内，根据适用的服务文件，获得使用某些软件服务的非独家、有限权利.

订购期

您购买了服务文件中约定的订购期，除非根据适用的服务文件提前终止。如果服务文件没有说明该期限，该期
限将是 1 年。

服务文件

这些条款、国家特定条款、特定条款、工作声明、文件、确认的订单和报价。

税收

任何政府机关现在或将来所征收的任何税项（不包括对 Signify 净收入的税款）、关税或其他费用。

第三方材料

第三方软件、数据、开源软件和服务（例如：云主机服务、移动运营商的连接和通信服务）。

变更

任何取消、延迟或其他与商定的服务文件有关的变化，原因是：由您提出并被我们接受的变化；适用法律、法
规或行业标准的变化；紧急情况；您的信息不正确或不完整；或您违反了服务文件。

您的信息

（一） 您向 Signify 提供的与服务文件、订购或使用软件服务相关的所有信息、指示和数据；（二） 您输入软
件服务的任何内容、材料、数据和信息.
服务文件中使用的、在 GDPR 中定义的术语将具有 GDPR 中规定的含义。

服务条款–版本2.0–2021年6月

附件2– Signify实体、管辖法律和法院
您的居住国

Signify实体

适用法律

管辖法院

美洲
阿根廷

Signify Argentina S.A.

阿根廷法律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法院

巴西法律

巴西 圣保罗法院

加拿大

Signify Iluminação Brasil
Ltda
Signify Canada Ltd.

安大略省的法律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法院

巴拿马、萨尔瓦多、加勒比

Signify Caribbean, Inc.

巴拿马城法律， 巴拿马

巴拿马城法院

智利

Signify Chilena S.A.

智利法律

智利圣地亚哥法院

哥伦比亚

Signify Colombiana S.A.S.

哥伦比亚法律

波哥大法院（哥伦比亚）

墨西哥

墨西哥法律

墨西哥城法院

秘鲁

Signify Mexico S.A. de C.V.
Signify Peru S.A.

秘鲁法律

秘鲁利马的法院（和法庭）

乌拉圭

Signify Uruguay S.A.

乌拉圭法律

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法院（和法庭）

欧洲
奥地利

Signify Austria GmbH

奥地利法律

奥地利维也纳法院

比利时

Signify Belgium N.V.

比利时法律

比利时布鲁塞尔法院

捷克共和国

捷克共和国法律

捷克共和国布拉格法院

丹麦法律

丹麦法院

芬兰

Signify Commercial Czech
Republic s.r.o.
Signify Denmark A/S
Signify Finland OY

芬兰法律

芬兰法院

法国
德国

Signify France
Signify GmbH

法国法律

法国南特勒法院

荷兰法律

荷兰阿姆斯特丹法院

希腊
匈牙利

Signify Hellas S.A.
Signify Hungary kft.

希腊法律
匈牙利法律

希腊雅典法院

爱尔兰

爱尔兰法律

爱尔兰都柏林法院

意大利

Signify Commercial Ireland
Ltd.
Signify Italy S.p.A.

意大利法律

意大利米兰法院

卢森堡

Signify Luxembourg S.A.

卢森堡法律

卢森堡法院

荷兰

Signify Netherlands B.V.

荷兰法律

荷兰阿姆斯特丹法院

挪威

Signify Norway A/S
Signify Poland Sp.z.o.o.

挪威法律

挪威法院

波兰法律

波兰皮拉法院

葡萄牙法律

葡萄牙里斯本法院

罗马尼亚

Signify Portugal,
Unipessoal Lda.
Signify Romania SRL

罗马尼亚法律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法院

俄罗斯

Signify Eurasia LLC

俄罗斯联邦法律

莫斯科仲裁法院

斯洛伐克

Signify Slovakia s.r.o.

斯洛伐克共和国法律

斯洛伐克共和国布拉迪斯拉发法院

西班牙

Signify Iberia, S.L.U.

西班牙法律

西班牙马德里法院

瑞典
瑞士

Signify Sweden AB
Signify Switzerland AB

瑞典法律
瑞士法律

瑞典法院

英国

Signify Commercial UK
Limited
Signify Ukraine LLC

英国法律

英国伦敦法院

乌克兰法律

乌克兰经济法院

澳大利亚

Signify Australia Ltd.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法律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法院

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孟加拉国达卡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

Signify Bangladesh Limited
Signify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埃及
香港

Signify Egypt LLC
Signify Hong Kong Ltd.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法律

埃及法院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巴西

丹麦

波兰
葡萄牙

乌克兰

匈牙利塔马西法院

瑞士苏黎世法院

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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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闵行区法院

印度法律

印度哈里亚纳邦古尔冈法院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法律

印度尼西亚南雅加达法院

日本

Signify Innovations India
Limited
PT Signify Commercial
Indonesia
Signify Japan GK

日本法律

日本东京法院

韩国

Signify Korea Inc.

大韩民国法律

大韩民国法院

马来西亚

Signify Malaysia Sdn. Bhd.

马来西亚法律

马来西亚法院

摩洛哥

Signify Maroc SARL

摩洛哥法律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法院

新西兰

Signify New Zealand
Limited
Signify Pakistan Limited
Signify Philippines Inc.

新西兰法律

新西兰奥克兰法院

巴基斯坦法律

巴基斯坦卡拉奇法院

菲律宾法律

菲律宾塔吉格市法院

Signify Saudi Arabia LLC
Saudi Lighting Company
Limited
Inara Company Limited
Nardeen Lighting Company
Limited
Signify Netherlands B.V. JAFZA Branch
Signify International B.V. DED Branch
Signify Singapore Pte. Ltd.
Signify Commercial South
Africa (Pty) Ltd.
Signify Lanka (Private)
Limited
Signify Taiwan Limited

沙特阿拉伯王国法律
沙特阿拉伯王国法律

沙特阿拉伯王国法院
沙特阿拉伯王国法院

沙特阿拉伯王国法律
沙特阿拉伯王国法律

沙特阿拉伯王国法院
沙特阿拉伯王国法院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法院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法院

新加坡法律
南非共和国法律

新加坡法院
南非共和国法院

斯里兰卡法律

斯里兰卡科伦坡法院

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法律

中华民国台北地方法院

Signify Commercial
(Thailand) Limited
Signify Aydınlatma Ticaret
A.Ş.
Signify Vietnam Limited

泰国法律

泰国法院

土耳其共和国法律

伊斯坦布尔中央法院

越南定律

越南法院

印度
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
菲律宾
沙特阿拉伯

迪拜

新加坡
南非
斯里兰卡
台湾
泰国
土耳其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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